
 

疫情蔓延物流受限 硅企原料殆尽或停炉 

---2020 年 1 月份工业硅市场评述及后市展望 

 

 

本期关注 

 一月工业硅价格平稳运行 

 春节期间硅厂开工稳中略降 

 同舟共济渡难关 众志成城战疫情 

 后市预测 

 

 

一  一月份工业硅价格平稳运行 

      2020 年 1 月份国内工业硅价格整体走势平稳。截止月底，天津港通氧 553

主流报价 11600-11800 元/吨；441 11900-12100 元/吨；3303 12400-12700 元/吨；

421 12600-12800 元 /吨。昆明现货报价 553 10700-10900 元 /吨；通氧 553 

11300-11500 元/吨；441 11600-11700 元/吨；3303 12000-12300 元/ 吨；421 

12000-12700 元/吨。出口 FOB 价，553 1560-1620 美元/吨；441 1690-1750 美元/

吨；3303 1780-1820 美元/吨；421 1790-1820 美元/吨。 

一月份工业硅市场价格总体持稳运行，冶金级硅价中旬整理小幅上调，其主

要影响因素是国内不通氧 553 主产地四川凉山州地区工厂多于 12 月份进入停炉

检修期，冶金级产品市场供应环比下降，带动价格小幅回升。化学级硅价则因多

以月单及季度单等长单签订为主，价格维持平稳走势。从订单量来看，受下旬农

历春节假期影响，一月份市场订单整体清淡，工厂多以执行订单为主；物流方面，

各地执行政策不同，北方物流停运时间集中在腊月廿三至农历一月初五，南方物

流停运时间集中在腊月廿八至农历一月初九，同时受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爆发影响，各地交通物流实施严密管制，正月十五前物流运输难以恢复至正常

状态，原材料的运近以及产品的运出困难是当前硅企面临的主要问题。 



 

 

图 1  2018-2020 年工业硅价格走势图  单位：元/吨  来源：硅业分会 

 

二  春节期间硅厂开工稳中略降 

根据硅业分会统计，一月份工业硅主产地新疆、云南、四川、福建等地开工

率受春节假期影响均有小幅下调。一月正值南方枯水季节，开工率处于年内低位

水平；北方工厂产出量相对稳定，由于此次疫情爆发节点与春节假期基本重叠，

顺势降低开工率的工厂，与原计划降负荷动作基本一致，因此一月份产量环比下

降，符合春节假期产量小幅下降的预期，暂未受到疫情太多影响。截止 1 月 31

日，云南怒江开炉 0 台、德宏开炉 4 台、保山开炉 13 台，全省开工率仅为 14%，

1 月份云南产量预计 1.5 万吨，环比减少 25%。新疆地区 1 月份开工率 58%，产

量共计 8.8万吨，环比减少 5.4%；个别工厂因春节工人返乡 1月中旬开炉数削减，

但多数新疆工厂均维持了相对稳定的产出量。截止 1 月底，四川省开工率为 26%，

产量共计 1.7 万吨，环比减少 15%，凉山州工厂于 12 月份基本进入全线停炉状

态；阿坝、乐山当前开炉企业均是与下游客户签订长单，开炉以维持稳定供货，

但上述两地分别有一家工厂因疫情影响突然，原材料出现供应紧张问题，为避免

全线停产，工厂采取降负荷动作。 

    福建地区原计划一月份重新执行优惠电价，后因政策暂不明朗，执行时间延

迟。受春节假期及疫情蔓延影响，福建、湖南月初在产工厂因此进入停炉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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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率进一步降至 10%以下。一月份全国工业硅产量预计 16.6 万吨，环比减少

15.7%，同比减少 2%。 

表 1   2020 年 1 月份国内主要工业硅生产地区电价及开工率 

地区 四川 云南 新疆 甘肃 福建 湖南 

阿坝 乐山 凉山 德宏 保山 怒江 

月 初

开 工

率 

56% 37% 2% 8% 36% 29% 61% 44% 10% 30% 

月 末

开 工

率 

46% 31% 2% 7% 36% 0% 58% 56% 6% 5% 

电价 0.35-0.

36 

0.42-0.

52 

0.48-0

.50 

0.38-0.

40 
0.36 0.38 

0.21-0.

31 

0.42-

0.43 
0.56 

0.51-

0.53 

                                                   来源：硅业分会 

 

三  同舟共济渡难关 众志成城战疫情 

截止 2020 年 2 月 4 日上午 8 时，我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达 20471 人，疑

似人数达 23214 人。面对疫情的严峻形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战“疫”。

在这场“战疫”中，多家硅企以切实行动为抗击疫情提供财力、物力等后方保障，

同舟共济渡难关。 

中国化工：向湖北疫情防控一线捐款 2000 万元 

1 月 29 日，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将通过国务院国资委专用账户向湖

北省捐款人民币 2000 万元，用于抗击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化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

治站位，履行社会责任，把人民群众与员工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把疫情防控

及防疫消毒物资供应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 

中国化工全体干部职工忧心武汉、情系湖北，紧急组织旗下有“次氯酸钠”

和“双氧水”生产能力的企业积极行动，加班加点生产，向企业所在地医院等机

构捐赠消毒剂（液），以响应医院、公共场所和社区对大量消毒剂（液）的需求。

同时，利用企业的采购网络，力所能及地给予当地医院口罩等医疗物资援助。春



 

节期间（截至目前），中国化工旗下企业共生产 1130 吨次氯酸钠和 5000 吨双氧

水，全力保障防疫消毒物资供应。 

中国化工全体干部职工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汇聚各方力量联防联控、精准施策，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同舟共济，一定能战胜

此次疫情。 

新安集团：捐赠 1000 万元用于疫情防控 

在全国防控疫情的关键时刻，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安股份”）董事会做出决定，捐赠 1000 万元现金，通过传化慈善基金会，支持湖

北、浙江等地防疫、抗疫工作，其中定向捐赠建德市慈善总会、开化县红十字会

各 150 万元（现金各 100 万元、防疫物资价值各 50 万元），用于两地防疫抗疫工

作。 

中豫锦明：捐赠 10 万元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安阳市中豫锦明硅业董事长王志明为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向龙安区

慈善总会捐款 10 万元，并向彰武街道以及西高平村捐赠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 

武汉华博：总经理个人为武汉疫情奔走捐款 

武汉华博创景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昭个人给武汉儿童医院呼吸内科捐

赠 1000 个 N95（无呼吸阀款）医用口罩，武汉华博员工捐赠武汉红十字医院 500

个 N95（无呼吸阀款）医用口罩。同时说服外地同学向武汉中心医院捐赠 N95

医用口罩 1500 个。 

 

四 后市预测 

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病毒在全国范围蔓延，给原本喜气洋洋的新春佳节带

来一层阴影与不安，随着国内多地陆续出现新冠病毒肺炎感染病例，各行各业的

运行或多或少都因此受到影响，工业硅产业生产与销售也面临严峻考验。 

供应面：考虑工业硅企业生产周期受丰枯水期影响，一季度正值南方地区枯

水季节，企业一月初开工已处于年内低位，而此次疫情发生时间与枯水季节基本

重合，因此预计一季度南方工厂的开工水平并不会因疫情带来大幅度变化，但当

前在产的南方地区工厂，其中部分企业原料库存仅在半月至一月的备货，若物流



 

运输未能在二月底前恢复，上述企业将面临被迫停炉局面。北方地区多数工厂，

原材料备货基本维持在1-3个月的量，一季度生产预计保持平稳运行。总体来看，

2 月份市场供应将基本维持 1 月水平，受个别工厂因原料不足停炉影响，2 月产

量同环比或出现微幅下滑。 

需求面：下游产业链中，除部分铝合金工厂因疫情延迟开工外，各大化工企

业当前生产状态维持正常运行。出口市场，在近两年国内硅价维持低位运行的状

态下，外商多以按需采购，囤货行为减少，春节假期过后，外商原计划迎来新一

轮采购，但港口库存基本在假期期间出货完毕，而内陆产品因疫情物流限制影响，

暂未运输至港口，导致港口供货出现紧张局面。 

从供需平衡面来看，未来硅价存在一定上行动力，而当前物流运输是影响市

场交易的主要因素。若疫情持续恶化，硅厂因运输限制，销售不畅和库存占用资

金问题突出将出现被迫停产；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物流逐渐恢复，市场需求缓

慢增加，硅价将随大势回暖及库存逐步释放的带动下，呈现回升态势。预计二月

份硅价稳中有升，天津港通氧 553 主流报价 11800-12200 元/吨。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闫瑾 

 


